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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⼀次注意到	Vue.js	是在	Laravel	5	中發現的，它在前端中使⽤了	Vue	component，於是好奇的查

了⼀下資料，才知道	Vue.js	是剛剛才起步沒多久的前端框架。根據作者的說法，他是在	2013	年開始

開發，2014	年	2	⽉第⼀次發佈，2016	年時發佈	2.0	版，我也是在這之後才開始使⽤，現在是	2017
年，我們來看⼀下	Google	趨勢的圖表：

Vue.js	的官⽅⽂件非常清楚、簡潔，就像	Vue.js	本⾝⼀樣。當我把模板與資料的部份看完，然後上

JSFiddle	試玩了⼀下，我就喜歡上它了。

⾸先，它非常容易使⽤，當你使⽤	Vue.js	時，不必把	DOM	操作和資料連在⼀起思考，也就是你不必

先找到	DOM	才去做存取資料的動作，Vue.js	會幫你將	DOM	和資料綁在⼀起，你要做的就是思考我

的資料是什麼就⾏了。

Vue.js	的基本功能非常易學，也很容易使⽤，入⾨曲線不⾼，⽽且即使只是使⽤基本功能，都能提⾼

的你的開發效率，較進階的功能等有需要在去研究即可。Vue.js	在	2.0	之後使⽤的⼈開始變多，因此

各種開放源始碼的專案也跟著增加，2017	年的現在，Vue.js	的⽣態已經非常健全。

這本書包含什麼

這本書介紹的是	Vue.js	2.x	版的內容，著重在入⾨到稍微有點進階的部分，已經⾜夠開發⼀般網站，

當然你必須熟悉	HTML、CSS	及	JavaScript。此外，書中還會提到如何在	Laravel	5.4	中使⽤	Vue.js
元件，所以你可能也要知道	Laravel	如何使⽤。

此書的內容⼤量參考官⽅⽂件，經過我的消化整理後，以比較有系統的⽅式呈現，並加上實戰應⽤範

例，應該可以讓你快速上⼿。

如何閱讀這本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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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中的範例都是精⼼編寫過的，儘量⽤最簡單的⽅式讓你瞭解，建議可以邊看邊練習，你可以使⽤線

上資源來練習，例如：JSFiddle、JS	Bin、CodePen。

關於這本書及作者

我是	Tony，這本書的內容是從我的部落格	(blog.tonycube.com)	Vue.js	系列⽂章整理⽽來，在本書中

修正、調整及補充了⼀些內容。我⼤約從	2017	年	3	⽉底開始寫	Vue.js	系列⽂章，到	6	⽉底結束，有

些篇章寫得很快，有些內容太多太複雜的就要斷斷續續寫上⼀個星期，邊實驗邊寫。我覺得「教」是

「學」的最好⽅法，所以寫這些⽂章不只是給你，也是給我⾃⼰。感謝您的閱讀，如果有錯誤的地

⽅，請到我的部落格或就愛寫程式臉書專⾴告訴我，謝謝	ջ

前⾔

4

https://jsfiddle.net/
http://jsbin.com/
https://codepen.io/pen/
http://blog.tonycube.com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5%B0%B1%E6%84%9B%E5%AF%AB%E7%A8%8B%E5%BC%8F-237209876384337/


1.	介紹

此為	Vue.js	的	Logo

(圖片來源：https://vuejs.org/)

1.1	Vue.js	是什麼

Vue	讀起來⾳似	View，這也是作者取名的⽤意，Vue.js	專注於	View。相對其他實作	MVC	的
JavaScript	框架例如	Angular.js、Ember.js	等等來說，Vue.js	屬於	MVVM	設計模式的實作。

MVVM	由	Model–View–ViewModel	組成，使⽤者看到的是	View，Model	則是資料，View	會和

ViewModel	做資料綁定，然後由	ViewModel	去存取資料，也就是說	View	不會直接存取	Model	(資
料)，⽽是由	ViewModel	來做。ViewModel	是⼀個連結	View	和	Model	的物件，Vue.js	主要就是在做

ViewModel	的⼯作。它讓	View	來和它綁定，然後當	Model	發⽣變化時，⾃動反應到	View	上。

Vue.js	是在	2014	年	2	⽉，由	Evan	You	發表，在	2015、2016	年越來越紅，Laravel	在第	5	版時也開

始內建⽀援使⽤	Vue.js。由於	Vue.js	專注在	View，使得它比其他	MVC	框架來的輕量化，也因此很容

易學習，⽽且更棒的是，它很容易和其他框架或函式庫結合。

如果想知道	Vue.js	和其他函式庫或框架有什麼不同，可以看看	Vue.js	和其它框架的比較。

1.2	怎麼使⽤	Vue.js

1.2.1	獨立版本

你可以直接下載	Vue.js	檔案透過		<script>		標籤加入使⽤。Vue.js	只⽀援相容	ECMAScript	5	的瀏

覽器。

Vue.js	提供兩個版本：

vue.js：開發版本

vue.min.js：產品版本

檔名中包含		.min		的是最⼩化版本，也就是在實際運作的網站上使⽤，因為它去除了除錯⽤的程式

碼，檔案較⼩，但不適合開發。我們要⽤的是開發版本。

1.	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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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可在連結上按右鍵另存新檔後，加入	html	中：

<script	src="js/vue.js"></script>

註：js	是⽬錄名稱，vus.js	是你下載下來的檔案名稱。

1.2.2	CDN

你也可以透過	CDN	來使⽤，unpkg.com/vue/dist/vue.js	會保持為最新版本：

<script	src="https://unpkg.com/vue/dist/vue.js"></script>

另外還有	JsDelivr	和	cdnjs：

<script	src="https://cdn.jsdelivr.net/vue/2.1.10/vue.js"></script>

<script	src="https://cdnjs.cloudflare.com/ajax/libs/vue/2.1.10/vue.js"></script>

1.2.3	NPM	或	YARN

npm	及	yarn	是在做同⼀件事的⼯具，就是	JavaScript	的套件管理。Yarn	由	Facebook	開發，為了解

決	npm	效率太差的問題，你可以看看這部影片(Facebook	Yarn	vs	NPM)比較它們安裝套件的速度。選

擇⼀個使⽤即可。

安裝	Vue.js	的指令：

npm	install	vue

或

yarn	add	vue

除了指令略有不同，它們做的事是⼀樣的。

1.2.4	命令列⼯具

Vue.js	官⽅有提供⼀個專⽤的命令列⼯具	vue-cli，它可以幫你快速建立	Vue.js	專案，可以透過	npm
或	yarn	安裝：

npm	install	-g	vue-cli

或

yarn	global	add	vue-cli

因為它是操作⽤的指令，所以安裝成全域的。

接著你就能使⽤它來建立專案：

//	以	webpack	為模板建立新專案

1.	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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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/	init	表⽰新專案

//	webpack	是使⽤的專案模板名稱

//	my-project	是專案名稱，⾃訂

vue	init	webpack	my-project

//	進入剛建立好的專案⽬錄

cd	my-project

//	安裝套件

npm	install

或

//	直接執⾏	yarn	預設即為	yarn	install

yarn	

//	然後執⾏打包

npm	run	dev

或

yarn	run	dev

這個命令列⼯具不適合新⼿使⽤，即使不⽤，你也可以寫	Vue，等⽇後有需要再找資料學會即可，這

裡稍微簡單的說明⼀下。

Vue-cli	可以將你寫的	Vue	相關的程式碼整合成⼀個檔案，並且進⾏最⼩化，看起來內容像這樣：

webpackJsonp([0],[,function(t,e,a){a(6);var	s=a(0)(a(3),a(10),null,null);t.exports=

s.exports},,function(t,e,a){"use	strict";Object.defineProperty(e,"__esModule",{valu

e:!0});var	s=a(9),r=a.n(s);e.default={name:"app",components:{Hello:r.a}}},function(

t,e,a){"use	strict";Object.defineProperty(e,"__esModule",{value:!0}),e.default={nam

e:"hello",data:function(){return{msg:"Welcome	to	Your	Vue.js	App"}}}},function(t,e,a

){"use	strict";...//略

這個⼯具會根據「樣板」的規格來架構整個開發環境，webpack	就是其中⼀種樣板的名稱，你可以在

vuejs-templates	查到可⽤的樣板。

當你以樣板來建構⼀個新的網站後，它並沒有下載所需的套件，這些套件被寫在	package.json	中，所

以當我們執⾏		npm	install		或		yarn		時，它就會依其中的設定來下載套件。

接著，在	package.json	中，有⼀段		scripts		的內容：

"scripts":	{

				"dev":	"node	build/dev-server.js",

				"build":	"node	build/build.js"

},

這是這個	Vue-cli	已經寫好的腳本程式，讓你⽅便執⾏需要的動作。當我們執⾏		npm	run	dev		或
	yarn	run	dev		時，它會將你的檔案整合並且開啟⼀個暫時的開發⽤伺服器，你可以直接在瀏覽器的

	http://localhost:8080/		看到執⾏結果（Ctrl	+	C	可以結束）。另外的		build		則是把所有檔案整

1.	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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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成單⼀檔案並最⼩化，⽤在實際運作的伺服器。

你要開發的程式碼放在		src		⽬錄下，整合後的檔案放在		dist		⽬錄下，當你	run	過上⾯其中⼀個腳

本指令後，可以在這裡看到最終的整合版本。

1.2.5	使⽤	JSFiddle	來練習

⼀個開始的時候，最好不要被不相關的環境設定把耐⼼給消磨掉，你的⽬的是要學會使⽤	Vue.js，所

以最快的⽅式是在瀏覽器上打開	JSFiddle.net	就可以開始練習了。

簡單說⼀下	JSFiddle	怎麼⽤。⾸先，編輯區分為	4	個區塊，左上寫	HTML	，右上寫	CSS，左下寫

JavaScript，右下是輸出結果，當你按下上⽅⼯具列的	Run，結果就會顯⽰在這裡，它就像⼀個瀏覽器

的⾴⾯。

JSFiddle	把⼤部份的執⾏環境都處理好了，所以你可以直接寫你要的程式碼即可。例如：

請⽤瀏覽器連結到	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o2jjf1z0/

左上	HTML	的部份：

<div	id="app">

		{{	hello	}}

</div>

<script	src="https://unpkg.com/vue/dist/vue.js"></script>

左下	JavaScript	的部份：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hello:	'Hello	Vue.js'

		}

})

按下		Run		之後右下⾓結果會顯⽰		Hello	Vue.js	。

1.	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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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	模版與資料

2.1	Vue.js	如何運作

我們先來看看⼀個最簡單的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{{	message	}}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message:	'Hello	Vue!'

		}

})

</script>

<script	src="https://unpkg.com/vue/dist/vue.js"></script>

記得要在最下⾯加入		<script	src="https://unpkg.com/vue/dist/vue.js"></script>		載入

vue.js，這個範例會載入最新版本。因為重覆的關係，後⾯的範例均會省略。

網⾴在載入後，經過	Vue.js	的處理，瀏覽器看到的結果是：

<div	id="app">

		Hello	Vue!

</div>

相同的功能，如果你⽤	JavaScript	寫，會像這樣：

<div	id="app"></div>

<script>

		var	app	=	document.getElementById("app");

		app.innerText	=	'Hello	Vue!';

</script>

⽤	jQuery	寫會像這樣：

<div	id="app"></div>

<script>

		$("#app").text("Hello	Vue!");

</script>

2.	模版與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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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來看看這	3	種寫法的思考邏輯。原⽣	JavaScript	和	jQuery	的思考⽅式是，我要先找到⼀個

	id="app"		的元素名稱，然後在其中放入⼀段⽂字	(字串)。這兩個⽅式，你必須同時思考「取得元

素」及「指定資料」。

Vue.js	的思考⽅式則是，我的執⾏範圍在		#app		也就是		id="app"		內，只要找到		{{	message	}}	
這個名稱的位置，我就把名稱為		message:		的資料		'Hello	Vue!'		放在這裡。

Vue.js	將	HTML	當成模板，藉由		el		屬性來確認它的執⾏範圍（在某個	HTML	元素之內），然後將

資料傳給模板，處理後呈現最後看到的內容。你不需要像原⽣	JavaScript	或	jQurey	⼀樣，總是要先想

著如何取得元素才能把資料放進去，當你看⼀眼	HTML	的時候，你只能⽤想像的⽅式，才知道被

JavaScript	或	jQuery	處理後會長什麼樣⼦。⽽	Vue.js	使⽤	HTML	當樣板，因此只要看⼀眼	HTML	就
知道最終結果了。

Vue.js	讓你真正的使⽤	HTML	做排版，你只需要指定資料要放在哪裡，剩下的	Vue.js	的資料綁定功能

會⾃動幫你處理。當⼀個	Vue	實體被建立		new	Vue(...)	時，Vue.js	會掃描所有的屬性並做轉換，

同時開始「看著」這些屬性，當有狀態發⽣改變時，它就會做出反應，這就是	Vue.js	的反應系統

（reactivity	system）。

2.2	在模板中插入資料

Vue.js	的模板語法和	Laravel	的⼀樣，也是使⽤雙⼤括號		{{	...	}}		來包住準備要顯⽰的資料。

當你要使⽤	Vue	時，要先建立⼀個實體，也就是		new	Vue()	，然後傳入⼀個選項物件		Object()	，
在	JavaScript	中，	Object()		可以⽤		{}		來表⽰，所以：

new	Vue(

		//	⽤⼤括號表⽰物件

		{

				//	el	是屬性名稱，你可以把它視為元素選擇器

				//	#app	表⽰	id="app"	的元素

				el:	'#app',	

				//	data	也是屬性名稱，它的值是物件格式，所以⽤⼤括號表⽰

				data:	{

						//	message	是我們⾃訂的屬性名稱

						message:	'Hello	Vue!'	

				}

		}

)

	el		是⽤來綁定	HTML	元素，它可以	CSS	選擇器當字串，或是	HTML	元素名稱。但是記住不要和

	<html>		或		<body>		綁定。

有個重點要注意，雖然		el		是以	CSS	選擇器來搜尋元素，但是它只會和第⼀個找到的元素綁定，例

如你有多個		<p>		元素，當你把它放入		el		中，它只會綁在第⼀個找到的		<p>	。請將它視為以該元

素為根元素的處理範圍，⽽不是在該元素本⾝。

2.	模版與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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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data		的值可以是物件或函式，通常會直接⽤物件，但在計算屬性中只能使⽤函式，之後會提到。物

件中的屬性名稱都是由我們⾃訂，⽤來和模板中的		{{	}}		名稱相對應。

要知道	Vue	有哪些屬性可⽤，可以查	API。

2.3	資料綁定

我們來看⼀個新例⼦：

<div	id="app">

		Name:	{{	name	}}	<br>

		Phone:	{{	phone	}}	<br>

		Now:	{{	now	}}

</div>

<script>

var	app	=	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name:	'Tony',

				phone:	'0123456789',

				now:	(new	Date()).toLocaleTimeString()

		}

});

var	timer	=	setInterval(function	()	{

		var	d	=	new	Date();

		app.now	=	d.toLocaleTimeString();

},	1000);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ra6sy3jt/

因為	Vue	已經把資料和	DOM	綁定在⼀起了，所以當資料改變時，DOM	中的內容也會跟著改變。在

這個例⼦中，我們每隔	1	秒的時間把		now		資料屬性的值指定為當時的時間字串，於是資料改變時，

Vue	發現資料有異動，就會在它的下⼀輪		update		事件時，將畫⾯更新。

2.3.1	⼀次性資料綁定

如果你不想讓畫⾯顯⽰的內容在之後被改變，可以使⽤		v-once		屬性：

<span	v-once>Now:	{{	now	}}</span>

內容將保持在第⼀次指定時的資料，之後的資料異動將不會更新畫⾯。

2.3.2	原始	HTML	資料

2.	模版與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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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被⽤於綁定的資料都是純⽂字的，如果你的資料中有	HTML	的元素，⽽且你打算讓它以原始的

HTML	顯⽰⽽不是被當成純⽂字，可以使⽤		v-html		屬性：

<div	id="app">

		<span	v-html="message"></span>

</div>

<script>

var	app	=	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message:	'<del>這段內容包含	HTML</del>'

		}

});

</script>

經由	Vue	處理後，瀏覽器看到的內容是：

<span>

				<del>這段內容包含	HTML</del>

</span>

	v-html		屬性不能使⽤雙括號		{{	}}		的⽅式來插入資料。

！注意！由於安全性的理由，直接顯⽰由使⽤者加入的	HTML	內容，可能導致	XSS	攻擊	的風險，絕

對不要任意接受使⽤者輸入的	HTML	內容。

2.3.3	屬性資料綁定

有時候我們想改變元素本⾝屬性的值，我們無法以雙括號的⽅式來插值，必須透過		v-bind		來綁定元

素的屬性：

<div	id="app">

		<a	v-bind:href="url">{{	site	}}</a>

		<button	v-bind:disabled="isDisable">Click</button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site:	'Google',

				url:	'https://www.google.com',

				isDisable:	true

		}

})

</script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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瀏覽器看到的結果：

<div	id="app">

		<a	href="https://www.google.com">Google</a>

		<button	disabled="disabled">Click</button>

</div>

連結		<a>		元素有⼀個指定網址的		href		屬性，我們可以透過		v-bind:href	，將資料和它綁定在⼀

起。

布林值類型的屬性也可以使⽤，	v-bind:disabled		會在布林屬性為	true	的時候，把該屬性加上去；

false	的時候，把它移除。

2.4	JavaScript	表達式

雙括號中除了可以⽤來綁定資料，還⽀援	JavaScript	表達式：

<div	id="app">

		{{	1	+	1	}}<br>

		{{	success	?	'Yes'	:	'No'	}}<br>

		{{	message.toUpperCase()	}}<br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success:	true,

				message:	'javascript'

		}

})

</script>

執⾏結果：

2

Yes

JAVASCRIPT

這些表達式會在	Vue	實體的資料作⽤域下被當成	JavaScript	解析，其限制為只能包含單個表達式，所

以下⾯的例⼦都無法執⾏：

<!--	這不是表達式，這是變數宣告的敍述	-->

{{	var	name	=	'Tony'	}}

<!--	流程控制也不⾏	-->

{{	if	(failed)	return	warning	}}

2.	模版與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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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	指令

3.1	什麼是指令	(Directives)

Vue	提供⼀系列		v-		開頭的特殊屬性，這些特殊屬性稱為指令	(Directives)。指令的值是單⼀

JavaScript	表達式	(	v-for		例外)，每當指令的表達式的值發⽣改變，該指令就會把結果反應到	DOM
上。

本章會列出	Vue.js	2.0	版提供的所有指令，部分較複雜的指令會在之後的篇章說明。

3.2	資料綁定指令

v-text

接受⼀個字串值		string	，會更新被指定元素的		textContent	。功能類似使⽤雙括號		{{	}}		的插

值⽅式，差別在於		v-text		只能更新該元素的整個內容，如果只有部份內容要被更新，必須使⽤雙括

號		{{	}}		的表式法。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span>{{	text	}}</span>

		<span	v-text="text"></span>

</div>

這兩個⽤法的結果是相同的，但比較建議使⽤雙括號的表⽰法，⽽如果你只想改變範例中		<span>		的
部份內容，也只能⽤雙括號表⽰法。

v-html

接受⼀個字串值		string	，會更新被指定元素的		innerHTML	。資料會以原⽣的	HTML	被插入，⽽且

Vue	不會對其編譯。

！注意！接受任意的	HTML	會有被	XSS	攻擊的風險，只在能夠信任的內容上使⽤這個指令。

使⽤範例：

<div	v-html="html"></div>

3.3	條件控制指令

v-show

3.	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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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表達式的布林值來切換元素的	CSS		display		屬性。

使⽤		v-show		的元素，在第⼀次建立	DOM	時就會被保留，之後它的顯⽰或消失就只是改變	CSS
	display		屬性，來達到看得⾒或看不⾒的效果。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p	v-show="show">Hi</p>

</div>

<script>

var	app	=	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show:	true

		}

});

//	每	0.5	秒改變	show	的布林值

setInterval(function(){

		app.show	=	!app.show;

},	500);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ea18jm8r/

v-if

依表達式的布林值來決定是否描繪元素。	true		時會建立元素及資料綁定，	false		時則銷毀該元素

及任何的資料綁定。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p	v-if="seen">{{	message	}}</p>

</div>

<script>

var	app	=	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seen:	true,

				message:	'這段訊息將在	3	秒後消失'

		}

});

//	3秒計時器

setTimeout(function(){

		app.seen	=	false;

},	3000);

3.	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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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4x6399oh/

如果有不只⼀個元素需要受到條件控制，可以使⽤		<template>		樣板元素來群組它們：

<template	v-if="seen">

		<h2>AAA</h2>

		<p>{{	message	}}</p>

</template>

只有當		true		的時候，在		<template>		中的內容才會顯⽰。

v-show	和	v-if	的差別

⾸先，	v-show		不能⽤在		<template>		元素。

	v-if		被執⾏的時候，會實際的建立元件，如果該元件已經存在，則會銷毀並重建，包括它的⼦元件

及事件偵聽器等等。另外，它只有在條件為		true		時才會建立，也就說，如果⼀開始的值為

	false	，則它什麼也不做，這樣的好處是可以達成延遲載入(lazy	loading)。

	v-show		則不管條件真假，⼀定會被建立，然後再以條件做顯⽰的設定，⽽且顯⽰與否是透過	CSS
的		display		屬性來控制。

兩者該怎麼選擇呢？	v-show		只有在第⼀次建立的時候花費運算時間，	v-if		則在每次條件成立的時

候花費運算時間，因此，如果會頻繁切換，使⽤		v-show		會比較好，相反的如果控制條件不太常改

變，則使⽤		v-if	。例如前⾯的例⼦，因為要每	0.5	秒切換⼀次顯⽰，⽤		v-show		就會比⽤		v-if	
來的好。

另外，如果你的條件控制比較複雜，也只能使⽤		v-if	，因為它還可以接續		v-else		等指令。

v-else

這個指令不需要表達式。但限制是，必須接續在		v-if		或		v-else-if		指令所屬的元素後⾯。

使⽤範例：

<p	v-if="seen">訊息A</p>

<p	v-else>訊息B</p>

以上兩個元素只有其中⼀個會顯⽰。

v-else-if

這是	2.1.0	版新增的指令。

這個指令不需要表達式。但限制是，必須接續在		v-if		或		v-else-if		指令所屬的元素後⾯。

3.	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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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p	v-if="fruit	===	'Apple'">蘋果</p>

		<p	v-else-if="fruit	===	'Banana'">香焦</p>

		<p	v-else-if="fruit	===	'Cherry'">櫻桃</p>

		<p	v-else>都不是</p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fruit:	'Apple'

		}

});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ejby8u87/

3.4	循環控制指令

v-for

這個指令依資料的數量來重覆描繪元素。它必須使⽤特定語法		別名	in	表達式	，表達式可以是

陣列	(Array)
物件	(Object)
整數	(number)
字串	(string)

3.4.1	陣列循環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ul>

				<li	v-for="fruit	in	fruits">

						{{	fruit	}}

				</li>

		</ul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fruits:	['Apple',	'Banana',	'Cherry']

3.	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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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}

});

</script>

輸出結果：

*	Apple

*	Banana

*	Cherry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01kr4owa/

JavaScript	的陣列可以⽤		[]		來簡寫，所以這裡我們指定了⼀個有	3	個⽔果的		fruits		陣列。	v-

for		會將		fruits		陣列⼀個⼀個取出並以別名		fruit		暫存該值，接著將值放入指定的雙括號

中。	v-for		會重覆建立元素直到結束。

某些時候，你會需要索引值，你可以在別名中指定第	2	個名稱來取得索引值，但要⽤括號將它和別名

包起來：

<li	v-for="(fruit,	index)	in	fruits">

		{{	index	}}	-	{{	fruit	}}

</li>

3.4.2	物件循環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ul>

				<li	v-for="value	in	fruit">

						{{	value	}}

				</li>

		</ul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fruit:	{

						name:	'Apple',

						price:	50,

						expireDate:	'2017-03-30'

				}

		}

})

</script>

3.	指令

19

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01kr4owa/


結果看起來像這樣：

*	Apple

*	50

*	2017-03-30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2542tu57/

物件是以		key:	value		的⽅式儲存資料，因此		v-for		也提供第	2	個別名來取得		key	：

<li	v-for="(value,	key)	in	fruit">

		{{	key.charAt(0).toUpperCase()	+	key.substr(1)	}}:	{{	value	}}

</li>

現在看起來像這樣：

*	Name:	Apple

*	Price:	50

*	ExpireDate:	2017-03-30

如果要取得索引值的話，可以使⽤第	3	個別名：

<li	v-for="(value,	key,	index)	in	fruit">

		{{	index	}}	-	{{	key.charAt(0).toUpperCase()	+	key.substr(1)	}}:	{{	value	}}

</li>

這裡要注意，物件的屬性是無序的，它是以	Object.keys()	來循環整個物件內的屬性，所以有可能順序

不是你所希望的那樣。

3.4.3	整數循環

	v-for		提供⼀個⽅便的功能可以讓你產⽣⼀段連續的整數：

<div	id="app">

		<span	v-for="n	in	5">

				{{	n	}}

		</span>

</div>

瀏覽器看到的結果：

<div	id="app">

		<span>1</span>

		<span>2</span>

		<span>3</span>

		<span>4</span>

3.	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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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<span>5</span>

</div>

3.4.4	字串循環

字串是由⼀串字元所組成，所以字串循環取將會取得⼀個⼀個的字元：

<div	id="app">

		<span	v-for="char	in	'Apple'">{{	char	}}-</span>

</div>

輸出的結果：

A-p-p-l-e-

3.5	事件指令

v-on

事件指令可以⽤來偵聽		<a>	、		<button>		等元素的點擊事件、滑鼠或鍵盤被按下時的事件等等。事

件的詳細使⽤⽅法會在之後⽤⼀個章節做介紹。

3.6	屬性綁定指令

v-bind

接受任何單⼀的表達式。

	v-bind		可以⽤冒號		:		來縮寫。

使⽤範例：

<!--	綁定⼀個屬性	-->

<a	v-bind:href="url">link</a>

<!--	綁定⼀個屬性，使⽤縮寫	-->

<a	:href="url">link</a>

3.7	表單元件雙向綁定指令

v-model

3.	指令

21

https://vuejs.org/v2/api/#v-on
https://vuejs.org/v2/api/#v-bind
https://vuejs.org/v2/api/#v-model


	v-model		可以讓你做資料的雙向綁定，它只能⽤在表單元素及	Vue	元件	(Component)上，之後會有

⼀個章節專⾨介紹。

3.8	其他指令

v-pre

不需要表達式。這個指令會讓編譯過程忽略該元素，如同	HTML	中的		<pre>		可以⽤來顯⽰原始的雙

括號。

使⽤範例：

<span	v-pre>{{	這段內容不會被編譯	}}</span>

v-cloak

不需要表達式。這個指令會保持在元素上，直到實體結束編譯。這個功能可以搭配	CSS	的		display	
屬性，讓編譯前的內容不要顯⽰，這樣就不會先看到⼀堆編譯前的雙括號		{{	}}		內容。

使⽤範例：

<style>

[v-cloak]	{

		display:	none;

}

</style>

<div	id="app"	v-cloak>

		{{	message	}}

</div>

v-once

不要需要表達式。強制該元素的內容只被建立⼀次，包括它的⼦元素都會在建立之後被視為靜態內

容。如果該元素不需要改變內容，這樣做可以優化更新效能。

使⽤範例：

<span	v-once>{{	message	}}</span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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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	過濾器

Vue.js	可以讓你使⽤過濾器	(Filters)，通常⽤來對⽂字資料做格式化。過濾器可以⽤在雙括號		{{	}}	
及		v-bind		的表達式中。過濾器必須寫在表達式的尾部，並且由管道		|		符號串接。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{{	message	|	toUpperCase	|	abbreviation	}}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message:	'This	is	a	test	text.'

		},

		filters:	{

				toUpperCase:	function	(text)	{

						return	text.toUpperCase();

				},

				abbreviation:	function	(text)	{

						return	text.split('	')

								.reduce(function	(chars,	word)	{

										return	chars	+	word.charAt(0)	+	'.';

								},	'');

				}

		}

})

</script>

執⾏結果會將		message		的內容⼤寫後取第⼀個字元當成縮寫：

T.I.A.T.T.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L4c3ee1r/

之前我們已經⽤了很久的		el		及		data		屬性，現在⼜學到⼀個新的		filters	，它的屬性值都是函

式，這個範例中，我們建了兩個函式：	toUpperCase		及		abbreviation	。之後我們就能在		{{	}}	
中⽤		|		來串接這些過濾器。

4.	過濾器

23

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L4c3ee1r/


4.	過濾器

24



5.	事件處理指令

5.1	偵聽事件

Vue.js	提供		v-on		指令來偵聽事件的發⽣，並交由指定的事件處理程式執⾏。

	v-on		指令可以接受的表達式為函式	(	Function	)	或⾏內敍述	(	Inline	Statement	)，它會負責處

理事件，事件處理函式有⼀個固定的參數為		event	。

	v-on		可以⽤		@		符號來縮寫。

5.2	⾏內敍述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p>按鈕點擊數：{{	count	}}</p>

		<button	v-on:click="count	+=	1">+1</button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count:	0

		}

})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8mhgmsmk/

⾏內敍述就是將表達式直接寫在		v-on		事件偵聽器上。在這個範例中，我們會偵聽按鈕被按⼀下

(click)	的事件，所以整個指令的寫法是		v-on:click	。⾏內敍述只適合處理非常簡單的運算，複雜的

程式邏輯必須交由事件處理函式執⾏。

5.3	事件處理函式（⽅法）

前⾯我們已經⽤過	Vue	實體的選項物件中的		el	、	data	及		filters	，現在我們要⽤到⼀個新的屬

性叫做		methods	，	methods		中的屬性都是函式。如果對應的事件處理函式沒有指定參數，預設會

收到⼀個		Event	Object		的參數。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div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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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按鈕點擊數：{{	count	}}	

				<span	v-show="show">{{	info	}}</span>

		</div>

		<button	@click="increase">+1</button>

</div>

<script>

var	app	=	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count:	0,

				show:	false,

				info:	''

		},

		methods:	{

				increase:	function	(event)	{

						this.count	+=	1;

						if	(this.count	===	10)	{

										this.show	=	true;

										this.info	=	'(按	10	次了)';

						}	else	if	(this.count	>	10	&&	this.count	<=	20)	{

										this.show	=	false;

						}	else	if	(this.count	>	20)	{

										this.show	=	true;

										this.info	=	'(按超過	20	次了～)';

										alert(event.target.tagName);	//BUTTON

										alert(event.type);	//click

						}

				}

		}

})

//	你可以在實體外直接呼叫	methods	中的⽅法

app.increase()

//	或是取得資料屬性

console.log(app.count)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rvyx4jgw/

這裡⽤了		@click		來縮寫		v-on:click	，並且指定事件處理函式的名稱為		increase	，然後在

	methods		屬性中，建立這個函式的內容，因為這個函式沒有指定參數，所以會收到⼀個預設事件參

數值，這裡⾃訂的名稱為		event		，它是原⽣的	Event	Object。

最後，你也可以直接呼叫	Vue	實體的⽅法，或取得／設定資料，但是除非有必要才這麼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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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	在事件中傳遞參數

如果你想要傳遞值給事件處理函式，你可以在事件偵聽器中直接呼叫該函式並傳遞參數。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p>結果：{{	count	}}</p>

		<button	@click="increase(1)">+1</button>

		<button	@click="increase(5)">+5</button>

		<button	@click="increase(8)">+8</button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count:	0

		},

		methods:	{

				increase:	function	(amount)	{

						this.count	+=	amount;

				}

		}

})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zkmy3g7p/

如果你同時還想接收		event		參數，必須在呼叫事件處理函式時傳入特殊變數		$event	：

<button	@click="increase(1,	$event)">+1</button>

//	...略	(同前範例)

<script>

//	...略	(同前範例)

methods:	{

		increase:	function	(amount,	event)	{

				this.count	+=	amount;

				if	(typeof	event	!==	"undefined")	{

						console.log(event.target.tagName);	//BUTTON

				}

		}

}

</script>

5.	事件處理指令

27

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zkmy3g7p/


除了前⾯範例⽰範的		@click		按⼀下事件，其他還有例如		@mousedown	、	@mouseover		等等可⽤，

你可以查原⽣的	HTML	DOM	Events。

5.5	事件修飾符號

Vue.js	對於事件的處理，另外提供了可額外選⽤的修飾符號，這些修飾符號可以讓你⽤更直覺的⽅式

來指定事件屬性或呼叫事件的⽅法。

5.5.1	事件⾏為修飾符號

	.stop	：呼叫		event.stopPropagation()	，停⽌事件的繼續傳遞。

	.prevent	：呼叫		event.preventDefault()	，停⽌瀏覽器事件的預設⾏為，例如當你的表單送

出時，瀏覽器預設會重新整理⾴⾯，你可以停⽌這個預設⾏為。

	.capture	：JavaScript	的事件傳遞分為向下補獲	(capture)	階段及向上汽泡浮升	(bubbling)	階
段，這個修飾符號指定加入事件偵聽器時使⽤	capture	模式。

	.self	：只有當事件是從偵聽器所綁定的元素本⾝（非⼦元素）觸發時才被呼叫。

	.native	：偵聽元件根元素的原⽣事件。

	.once	：(2.1.4版新增)	該事件只會被呼叫⼀次。

使⽤範例：

<!--	停⽌瀏覽器事件的預設⾏為	-->

<form	@submit.prevent="onSubmit">...</form>

<form	@submit.prevent>...</form>

<!--	修飾符號可以串接	-->

<button	@click.stop.prevent="onSubmit">...</button>

<!--	只能執⾏⼀次	-->

<div	@click.once="doOnce">...</div>

5.5.2	鍵盤按鍵事件修飾符號

在偵聽鍵盤按鍵的事件時，你可能會想要知道哪個按鍵被按下，可以使⽤鍵盤按鍵修飾符號來指定，

因為要記住所有的鍵盤按鍵碼是不太可能的事，所以	Vue.js	還為常⽤按鍵提供別名。

	.keyCode	：鍵盤按鍵代碼

	.keyAlias	：鍵盤按鍵別名

使⽤範例：

<!--	鍵盤事件，使⽤代碼	-->

<input	@keyup.13="onEnter">

<!--	鍵盤事件，使⽤別名	-->

<input	@keyup.enter="onEnter"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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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ue.js	提供的按鍵別名：

	.enter	

	.tab	

	.delete		(包含	delete	鍵及	backspace	鍵)
	.esc	

	.space	

	.up	

	.down	

	.left	

	.right	

如果這些不夠使⽤，想要⾃訂按鍵別名，可以使⽤全域		config.keyCodes		來定義：

Vue.config.keyCodes.f1	=	112

//之後就能使⽤	@keyup.f1

5.5.3	控制按鍵修飾符號

Vue.js	在	2.1.0	版新增了鍵盤上	4	個控制按鍵的修飾符號，它們能夠同時⽤在鍵盤及滑鼠事件上：

	.ctrl	

	.alt	

	.shift	

	.meta	：在	Mac	上是	Command	(⌘)	鍵；Windows	是視窗	(⊞)	鍵。

使⽤範例：

<!--	Ctrl	+	C	-->

<input	@keyup.ctrl.67="copyIt">

<!--	Alt	+	滑鼠移動	-->

<p	@mousemove.alt="doIt">...</p>

5.5.4	滑鼠按鍵修飾符號

Vue.js	在	2.2.0	版新增了滑鼠按鍵的修飾符號：

	.left	：滑鼠左鍵被按下時。

	.right	：滑鼠右鍵被按下時。

	.middle	：滑鼠中鍵被按下時。

5.5.5	事件處理器的刪除

我們不⽤⼿動刪除事件處理器，當⼀個	ViewModel	被銷毀時，所有在其中建立的事件處理器都會⾃動

被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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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	表單資料雙向綁定指令

對於表單元素，Vue.js	提供⼀個專⽤的指令，可以讓你將表單元素及資料建立雙向綁定。當雙向資料

綁定建立之後，使⽤者輸入的內容會⾃動儲存到⼀個變數中，同時，這個變數的資料會被更新到所有

和它綁定的	View	中，看起來就像是立即的資料同步。

6.1	關於雙向綁定

在表單元素中，我們要偵聽使⽤者的輸入，同時做出必要的資料更新，也就是同時做兩件事，雖然這

麼做很容易，例如以下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input	@keyup="onInput"	:value="txt">

		{{	txt	}}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txt:	''

		},

		methods:	{

				onInput:	function	(event)	{

						this.txt	=	event.target.value;

				}

		}

})

</script>

當你在輸入框中輸入任何內容，都會在放開按鍵時觸發事件，於是修改的資料		txt		會立即反應在

	{{	txt	}}		區塊中。我們同時將輸入框的內容值		:value		和		txt		綁定，如果在其他地⽅修改了

	txt		的值，它的更動也會立即呈現在		<input>		及		{{	txt	}}		中。

也就是說，View	(這裡的		<input>		及		{{	txt	}}	)	和資料	(這裡的		txt	)	做了綁定，於是資料改

變，View	跟著變；同時，資料	(這裡的		txt	)	也和	View	(這裡的		<input>		)	做了綁定（這裡透過事

件的觸發），於是	View	(這裡的		<input>		)	的內容改變，資料也就跟著變。所以不管是資料本⾝的

改變或是		<input>		內容的改變，都會互相影響對⽅。

這麼做其實太複雜了，你可以想像當網站功能變多時會是什麼情況。Vue.js	提供了⼀個更容易使⽤的

指令		v-model		來做這件事，使⽤它，你就不⽤寫得像前⾯的範例⼀樣複雜，當網站的功能變多時，

你的程式碼仍可以保持精簡，程式碼越少，就越不容易犯錯。看看⽤		v-model		的範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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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div	id="app">

		<input	v-model="txt">

		{{	txt	}}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txt:	''

		}

})

</script>

這樣是不是簡單清爽多了。	v-model		就是在做類似前⼀個範例中所做的事，當你瞭解它在做什麼，

看起來就不會覺得太神奇了。

v-model

雙向資料綁定的指令有些限制，只能在幾個表單元素或	Vue	元件上使⽤：

	<input>	

	<select>	

	<textarea>	

Vue	Components

另外有提供	3	個修飾符號：

	.lazy	：取代		oninput		改為偵聽		onchange		事件

	.number	：字串轉為數字

	.trim	：去除⾸尾空⽩

6.2	單⾏輸入框	(input)

在前⾯的範例中就已經說明如何使⽤，這裡就不重覆。

6.3	多⾏輸入框	(textarea)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Content:

		<pre>{{	content	}}</pre>

		<br>

		<textarea	v-model="content"></textarea>

</div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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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content:	''

		}

})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bmua7qvu/

其實和單⾏輸入框是⼀樣的。這裡要注意，像這樣		<textarea>{{	content	}}</textarea>		使⽤雙

括號插入資料的⽅式是無效的。

6.4	複選按鈕	(checkbox)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label>

				<input	type="checkbox"	v-model="chkAnswer">{{	chkAnswer	}}

		</label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chkAnswer:	false

		}

})

</script>

當你按⼀下複選按鈕，如果勾選的話，chkAnswer	就會變成	true	；反之則是	false。

要在多個項⽬中複選，只要將		v-model		指定同⼀個名稱即可，這些按鈕就會視為同⼀群組：

<div	id="app">

		<label>

				<input	type="checkbox"	

											value="Apple"	

											v-model="chkFruits">Apple

		</label>

		<br>

		<label>

				<input	type="checkbox"	

											value="Banana"	

											v-model="chkFruits">Bana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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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</label>

		<br>

		<label>

				<input	type="checkbox"	

											value="Cherry"	

											v-model="chkFruits">Cherry

		</label>

		<hr>

		選擇⽔果：

		<ul>

				<li	v-for="fruit	in	chkFruits">{{	fruit	}}</li>

		</ul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chkFruits:	[]

		}

})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uddwa6pe/

6.5	單選按鈕	(Radio)

Checkbox	是⽤來複選的；Radio	則是⽤來單選的。

你可以將前⾯的複選範例中的		type="checkbox"		換成		type="radio"		就變成單選了，例如：

<div	id="app">

		<label>

				<input	type="radio"	

											value="Apple"	

											v-model="rdoFruit">Apple

		</label>

		<br>

		<label>

				<input	type="radio"	

											value="Banana"	

											v-model="rdoFruit">Banana

		</label>

		<br>

		<label>

				<input	type="radio"	

											value="Cherry"	

											v-model="rdoFruit">Cherry

		</label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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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<hr>

		選擇的⽔果：{{	rdoFruit	}}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rdoFruit:	''

		}

})

</script>

因為是單選，所以資料值就只是字串，⽽不是陣列。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mqhtvayL/

6.6	下拉式選單	(select)

使⽤範例：

<div	id="app">

		<select	v-model="selFruit">

				<option>Please	select	a	fruit</option>

				<option>Apple</option>

				<option>Banana</option>

				<option	value="C">Cherry</option>

		</select>

		<br>

		選擇的⽔果：{{	selFruit	}}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selFruit:	'Please	select	a	fruit'

		}

})

</script>

當		<select>		中的		<option>		被選中時，它的內容或值	(value)	就會存入		selFruit		資料屬性

中。	<option>		如果沒有指定		value		屬性，它包含的內容會被當成值。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4f0a6xvp/

如果要複選的話，要在		<select>		元素加上		multiple		屬性。同時，你的資料屬性現在是陣列了，

⽽不是字串，所以我們修改它的名稱後⾯加上	s	來明確它的內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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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div	id="app">

		<select	v-model="selFruits"	multiple>

				<option>Apple</option>

				<option>Banana</option>

				<option>Cherry</option>

		</select>

		<br>

		選擇的⽔果：

		<ul>

				<li	v-for="fruit	in	selFruits">{{	fruit	}}</li>

		</ul>

</div>

<script>

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selFruits:	[]

		}

})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qcfo3cdk/

很多時候，你的		<option>		是由資料動態建立的，這時候就要把之前學到的東⻄拿來⽤⽤看了。

在		<select>		上⽤		v-model		綁定的資料是被選中的項⽬；透過		v-for		重覆執⾏要建立的

	<option>	，同是⽤		v-bind:value	(縮寫	:value)		來綁定		value		屬性，最後⽤雙括號		{{	}}	
插入⽂字內容：

<div	id="app">

		<select	v-model="selFruit">

				<option	v-for="fruit	in	fruits"	:value="fruit.value">

						{{	fruit.text	}}

				</option>

		</select>

		<br>

		選擇的⽔果：{{	selFruit	}}

</div>

<script>

var	app	=	new	Vue({

		el:	'#app',

		data:	{

				selFruit:	'',

				fruits:	[

						{text:	'Apple',	value:	'A'},

						{text:	'Banana',	value:	'B'},

						{text:	'Cherry',	value:	'C'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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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]

		}

})

</script>

程式碼：https://jsfiddle.net/tony915/nvbur2e8/

這裡的		fruits		給選單⽤的資料是個陣列，每⼀個項⽬都是⼀個值物件，其中有兩個⾃定的屬性

	text		及		value	，對應到		<option>		中的顯⽰⽂字及值。

在實際應⽤上，這裡的陣列資料通常會是從伺服器上下載下來後指定的。假如你在瀏覽器(這裡⽤

Firefox)的主控台，輸入

app.__vue__.fruits.push({text:'Durian',	value:'D'})

將會動態的把資料放入陣列中，這個⾏為就像是非同步載入資料，當資料從伺服器下載完成，直接放

入陣列中，⾴⾯上的		<option>		項⽬就會立即增加，不需要重新整理⾴⾯。

註：在	JSFiddle	中必須切換	Firefox	的⽬標⽂件為	https://fiddle.jshell.net/_display/	才能執⾏。

6.7	修飾符號

.lazy

	v-model		在		input		事件中，預設會同步輸入框的資料和值，也就是你輸入什麼字就立即反應。如

果你加上		.lazy		，就會改成在		onchange		事件觸發時才同步，也就是輸入框得知內容改變時。

使⽤範例：

<input	v-model.lazy="text">

直接在		v-model		後⾯接上		.lazy		就可以了。

.number

如果你要將使⽤者的輸入轉為	Number	型態，可以加上		.number		，如果輸入值可以轉成	Number	就
將它轉換。

使⽤範例：

<input	v-model.number="age"	type="number">

會有這個修飾符號的原因是，即使輸入框被註明為		type="number"	，它的回傳值依然是字串。這個

修飾符號會幫你轉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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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trim

很多時候你會⽤	JavaScript	的	trim()	函式將字串值的前後空⽩去除，	.trim		可以直接幫你做到。

使⽤範例：

<input	v-model.trim="text">

它不是即時同步，⽽是在		onchange		時才執⾏，否則你就根本不能輸入任何空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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